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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学文学院周志 

2019年第 31期（10.28-11.3）                 总第 471期 

 

文学院周志：忠实记录学院一周内各个方

面发生的新闻。 

 

 

★软科正式发布 2019 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排名覆盖 96 个一级学科，排名

的对象是该一级学科设有学术型研究生学位授权点的所有高校，发布的是学科排

名前 50%的高校。此次排名共有 460 所高校的 4986 个学科点上榜，上海大学共

有 35个学科上榜，上榜学科总数居中国内地高校第 31位。文学院三个一级学科

全部上榜：0501 中国语言文学、0602 中国史、0603 世界史。 

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的指标体系由 30 余项测量指标组成，将这 30余项指

标划分为 10 余个指标维度分别计算得分，然后归纳为高端人才、科研项目、成

果获奖、学术论文、人才培养 5个指标类别，最后汇总得到学科点的总分。 

★中文系张寅彭教授的《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朝（全十册）》一书

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2018）一等奖”。 

★第十四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公布，中文系

黄景春教授的《中国宗教性随葬文书研究——以买地券、镇墓文、衣物疏为主》

名列其中。“山花奖”是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由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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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文艺家协会组织，每两年评选一次。参评方式以单位推荐和个人自荐方式进行。

今年参评著作 170多部，评选出 4部，竞争十分激烈。 

★历史系张勇安教授领衔的上海大学毒品与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继 2017 年

12 月 20 日成功入选中国智库索引（Chinese Think Tank Index,简称 CTTI）最

新来源智库选之后，近日再度入选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2019 年-2022 年）。 

★上海大学 2019年本科招生工作总结表彰会议于 10月 30日在行政楼报告

厅举行。会议回顾并总结 2019年招生宣传工作，发布上海大学 2019 年本科生源

质量报告，表彰招生宣传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及个人。 

文学院获“先进集体二等奖” 

崔海霞获“优秀组长奖” 

丁佳蒙获“优秀个人奖” 

 

*学术信息* 

◆中文系谭旭东教授的《新中国七十年儿童文学的梳理与省思》一文被《南

方文坛》发表，刊于 2019年第 6 期。 

近日，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发布了 2019 年

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谭旭东教授编写的多部作品入围推荐书单。 

◆文化研究系罗小茗副研究员的《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一书由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 年 3月正式出版发行。 

 

 

*一周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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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 日（周一），上午，丹麦奥尔堡大学（Aalborg University）社会

科学学院院长 Rasmus Antoft 教授，发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Li Xing 教

授一行来访文学院。院长张勇安，历史系刘义教授，中文系朱羽副教授，文化研

究系高明老师，奥尔堡大学校友、管理学院颜卉老师等与来宾进行了座谈。 

10月 28 日（周一），上午，文学院“多维视野下的语言学研究高端讲坛”

第四场拉开序幕，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张吉生，应邀请做了题为“论汉语底层元音音位”的

专题讲座。讲座由中文系倪兰副教授主持，讲座开始前，举行了简短的上海大学

兼职教授聘任仪式，党委书记吴仲钢为张吉生教授颁发了聘书。 

10月 28 日（周一），上午，台湾“中研院”刘石吉研究员在文学院 306会

议室进行了题为“筑城与拆城：从传统中国城墙都市看近代通商口岸的兴起”的

学术讲座。讲座由历史系廖大伟教授主持，来自上海大学、东华大学近 20 名师

生聆听了讲座。 

10月 28 号（周一），上午，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继林与温显贵教授携

国家基地班学生来访文学院。副院长姚蓉、倪兰在 406会议室接待了来访师生并

进行了座谈交流。会议由姚蓉副院长主持。本科教学秘书孙玉、研究生教学秘书

周薇与部分本硕学生参与了交流。 

10月 28 日（周一），下午，文学院举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政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研讨会。研讨会以“担当作为，学习总书记关于教育论述

的专题”为学习主题，结合孙晋良院士劳模先进事迹报告，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中攻坚克难案例提要》和《深入学习习

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学习材料开展专题学习研讨。党委书记吴仲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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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党委副书记崔海霞，党委委员、副院长倪兰，姚蓉，党

委组织员丁佳蒙，教工党支部书记朱善杰、周薇等同志参加了学习讨论。学校主

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联络指导组刘桂村同志列席研讨会。会议由吴仲钢同

志主持。 

10月 28 日（周一），特拉维夫大学考古与古代近东研究系系主任奥代德·利

普希茨教授来我院发表了题为“第一圣殿时期犹大的历史：四个圣经遗址的故事

（耶路撒冷，拉玛特拉哈，亚西加，摩撒）”的第二次演讲，着重探讨了如何在

已有的包括《圣经》在内的各文本的框架下，依托考古发现来重构这四座古代城

市，以及古代以色列的历史。讲座由历史系黄薇老师主持。 

10月 29 日（周二），下午，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博导，中

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余建华研究

员做客文学院，以“中东变局与当前热点问题分析”为题进行了学术讲座，讲座

由历史系张勇安教授主持。 

10月 30 日（周三），晚，文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倪兰主讲的“青年人的

爱国与成才”主题党课在 406 室举行。19 级汉教硕士研究生党支部党员，本科

生党支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部分优秀本科生代表参与了党课学习。 

10 月 30 日（周三），晚，文学院在 CJ203 举行了“2019-2020 年秋季学期

主题教育——研究生毕业说明会”。研究生辅导员宋亚丽、研究生教学秘书周薇

及 2020 年即将毕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们参加了会议。 

10 月 31 日(周四），晚，文学院于 506 室举行了“筑梦职场，有我相伴—

—完美简历制作”宣讲会，本次活动是 2019 文德讲堂文学院职业生涯导航系列

活动的第一场，旨在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简历制作能力，帮助同学们更顺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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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活动由研究生辅导员宋亚丽主持，职场简历专业人士曹艳艳老师主讲，文

学院各年级学生共同参加了此次活动。 

11 月 1 日（周五），上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蔡哲茂

先生应邀来文学院进行了一场题为“商代‘先公先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的讲

座。讲座由历史系谢维扬教授主持，历史系宁镇疆教授、杨谦、赵争老师以及多

位同学参加了讲座。 

11 月 1 日（周五），下午，文学院举行第七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党政领导班子专题读书研讨会。研讨会以“党性修养、廉洁自律专题”为

学习主题，结合王公龙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导

读报告，以《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为学习材料，开展专题学习研讨。    

党委书记吴仲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勇安，党委副书记崔海霞，党委委员、副

院长倪兰，姚蓉，宁镇疆，教工党支部书记黄景春、朱善杰、周薇，党委组织员

丁佳蒙及学生党员代表徐东明、韩鹏、张玉清等同志参加了学习讨论。学校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三联络指导组副组长胡瑜列席研讨会。会议由吴仲钢同志

主持。 

11 月 2 日（周六），由杨浦区委宣传部、上海大学党委宣传部主办、上海

市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开放、包容、创新

——海派文化的当代价值”第十八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杨浦图书馆举行。 

海派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职教授陈东，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李伦新，

医学院（筹）党委书记、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竺剑，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

副局长张新，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天纲，文学院党委书记吴仲钢，上海红色文

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黎明，上海会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大学教授张敏，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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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建筑系教授章明，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电力大学和社会各方的专

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由主持人臧熹主持。 

11 月 2 日（周六），下午，文学院“多维视野下的语言学研究高端讲坛”

第五场拉开序幕，教育部语用所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媒体语言专业博士、中国

社科院大学硕士生导师、美国马里兰大学高级访问学者袁伟，应文学院的邀请来

做题为“广播电视语言状况研究”的专题讲座。讲座由中文系倪兰副教授主持，

文学院语言学及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同学参加了讲座。 

11月 3日（周日），“回顾与展望：上海史研究七十年”学术会议在上海

大学举行。会议由上海市历史学会承办，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上海社会科

学院创新工程“城市史”团队协办，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三届（2019）

学会学术活动月系列活动之一，历史系王敏教授组织筹备了会议，党委书记吴仲

钢代表学院致辞，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莅临上海大学和文学院。来自复旦大学、同

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档案馆、上海大学

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二十余名学者结合各自研究，就上海史研究的范式、方法、

路径以及史料开发运用等方面展开探讨。 

11 月 3 日（周日），中文系张薇副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了“傅光明新

译《莎士比亚全集》读书会”，来自于复旦大学、上海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研讨傅译莎的优劣之处，

张薇做了中心发言，对新译本的导读部分进行了分析。 

近期，历史系江时学教授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访华前夕，发表了 5篇有关中

国与巴西关系的文章： 

1.努力推进中国与巴西关系更上一层楼，光明网，2019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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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助推中国与巴西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 年 10月

23日； 

3. How to better promote China-Brazil ties, China Daily, 2019-10-23 ； 

4. One more step forward for the China-Brazil relations, 中国网, 

October 23, 2019； 

5. Brazilian President’s China Trip Will Enhance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聚焦中国网，2019-10-23。   

此外，江时学还于 10月 25日在中国国际电视台演播室谈“当前中国与巴西

的关系”。 

 

 

 

         迟到的消息： 

10月 19 日-20 日，由西北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西北大学文学

院承办的“第五届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暨 2019 年创意写作社会化高峰论坛”

在西安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贾平凹，西北大学校长郭立宏，世界华文创意

写作协会会长、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主任葛红兵，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出

版事业部副主任刘自挥等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大会开幕式

和有关活动。 

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作为本次大会指导单位之一，葛红兵教授带队上

大创意写作学科组参加了本次大会。葛红兵教授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许道军

副教授主持大会闭幕式。张永禄教授主持大会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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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包括主旨报告、专家对谈、圆桌论坛等环节，围绕“创意写作社会

化与产业化”、“创意写作学科建设与理论建构”、“创意写作中国化与地方化”、

“创作方法与作品分析”、“创意写作教学法与工作坊”等课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和研讨。会议中还进行了“中小学创意写作联盟发起仪式”和“创意写作专题新

书发布仪式”等。 

10 月 23 日（周三），历史系夏昀教授应邀参加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国际咨

询委员会成立仪式暨上海犹太难民研究与历史记忆共享国际研讨会，并被聘为上

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欢迎各位老师提供信息，您的信息很重要! 


